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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天災詩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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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杜甫描寫天災的詩篇計有水災、旱災、酷暑、風災、冰凍、疫

瘴，共六大類 61 首。本文從四方面析論：一、將杜甫天災詩分類表

列，並探討其詩、史互證的特性。二、分析其天災與人禍密切相關

的書寫，包括描述天災中暗喻人禍，上言天災而下興人禍，諷天災

由人禍所召，嘆人禍甚於天災四種情形。三、探討杜甫天災詩中的

救災書寫，包括「防災」中水利工程「版築」的興建；「賑災」中

開倉廩，實施減價、和糴、出糶、薄稅斂、偃甲兵等制度；「弭災」

中反映傳統「天人感應」內「災害天譴論」的觀點，論述祈禳、鞭

巫、焚巫、焚山擊鼓、報祀、謝天的習俗，然亦強調君王要勤政愛

民，赦天下、減軍用、省賦稅、行儉修德，方可弭災。四、闡明杜

甫於天災中自覺產生出災害的憂患意識，包括憂慮災難對民生經濟

的影響，諷諭政治當局；從親歷親證災難而己飢己溺，自嘆傷人；

保有士的風骨，憂慮不頹廢以超脫災難。杜甫藉災情表達他民胞物

與、厚生愛物的仁者情懷，讀之常令人感到一種不可抗拒的審美崇

高感、嚴肅感與悲劇情調，大大提升了他詩作的藝術感染力。其論

述天災與人為的關係中，或過於迷信，然強調人為於天災中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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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影響的論點，對現今推動生態保育，減少天災肆虐，仍具有一定

的啟發與省思。 

 
關鍵詞：唐詩 杜甫 天災 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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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天災是人類史上面臨的自然現象，不分古今中外，考驗著人們應

變的能力與智慧。自然界若有氣象過甚的情形，往往會造成人類的災

難，鄭子政編《氣候與文化》即云：「大氣中若干氣象過甚現象，均

足以招致人類的災患。譬如暴雨過甚，水患繼之，沖毀堤防，淹沒廬

舍；烈風過甚，風災立至，拔樹倒屋，傷害人畜；嚴冬重雪，凍害隨

來，道塗阻絕，草木僵死；盛暑久旱，穀物枯萎，土地龜裂，饑饉隨

至。總之，氣候的劇變，往往災害繼至。」1 指出了水災、風災、冰

凍、旱災的災情與災害。在中國歷史的演變脈絡中顯示，不同的氣候

形成不同的動植物相，從而形成不同的生活形態，涵育出不同的文化

面貌。2 唐代（618-907）天然災害頻發，據鄧雲特《中國救荒史》

研究，唐代受災共 493 次，分別為：旱災 125 次、水災 115 次、風災

63 次、地震 52 次、雹災 37 次、蝗災 34 次、霜雪 27 次、歉飢 24 次、

疫災 16 次。3 另許凱翔「唐代水旱災的祈祭－以政治為中心」根

據兩唐書〈本紀〉、〈五行志〉、《冊府元龜》、《唐會要》記載，

李唐發生的水災有 253 次、旱災有 172 次。4 唐代詩人對於如此頻發

的自然災害必當有所感發而書於詩作中，社會寫實詩人杜甫乃為其中

翹楚。  

杜甫生於唐玄宗先天元年（712 年），卒於唐代宗大曆五年（770

年），得年 59 歲，流傳於世的詩作有一千四百五十餘首。其詩真實

而深刻地反映了唐王朝由盛到衰的歷史，素有「以詩證史」、「以詩

補史」的說法，故被譽為「詩史」，如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

                                                 
1 鄭子政編，《氣候與文化．氣候與文化》（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 96。 
2 相關論述可見鄭子政編，《氣候與文化》，頁 289-302。 
3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載於《民國叢書》第 2 編第 20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頁 62-126、

18。 
4 許凱翔，「唐代水旱災的祈祭－以政治為中心」（臺中：東海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2006），

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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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杜逢祿山之難，流離隴蜀，畢陳於詩，推見至隱，殆無遺事，

故當時號為『詩史』。」5 北宋．歐陽修、宋祈在《新唐書》杜甫本

傳中亦稱：「甫又善陳時事，律切精深，至千言不少衰，世號『詩史』。」

6 可知所謂的「史」，從性質而言，具有相當的廣泛性、真實性；另

從內容而言，所涉及的「時事」除了「安史之亂」的「人禍」外，理

當包括「天災」。杜詩既號稱「詩史」，其用詩筆寫出自己在「安史

之亂」中的見聞和感受，對於「天災」，亦必有許多逼真的災難書寫，

惜歷來學者對杜詩中相關「安史之亂」的人禍有較多的著墨，對「天

災」的部分論述鮮少。本文即詳析杜甫的天災詩，盼能補足杜詩中「詩

史」的另一個面向；同時，可明唐代天災發生的情形、發生的原因、

所帶來的傷害，因應天災所引發的救災措施，及杜甫個人於其中的觀

察、思考、情感、應對等，盼能更加瞭解杜甫的人格，及杜詩的藝術

特色，乃至於從中獲得人與自然對待關係的殷鑑，以避免自然災害的

發生，或降低災難所帶來的損傷，具有文學與生態學的意義與價值。 

二、杜甫天災詩的類別及詩史互證的特性 

（一）杜甫天災詩的類別 
所謂「天災」，即如上文所引鄭子政《氣候與文化》中所云，重

點在於某種大氣「過甚」，而成「災患」或造成「民困」的情況，故

本文探討杜甫的天災詩，即以此為標準，對於詩中所書一般的風霜、

雨雪、暑熱等自然現象不計，另若用以渲染氣氛、抒情背景者，不涉

及天災，或不以天災為務的零星詩句，亦不計入；至於久災後相關救

災的詩篇則列入，以更加彰顯天災帶來的損傷及人們的因應之道。統

計杜甫天災詩有水災 11 首、旱災 16 首、酷暑 9 首、風災 4 首、冰凍

                                                 
5 唐．孟棨等撰，李學穎標點，《本事詩．高逸第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18。 
6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列傳一二六》（北京：中華書局，1975），卷 201，頁 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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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首、疫瘴 15 首，共 61 首。7 這些天災詩篇集中而全面地反映出杜

甫所親歷的種種災害及各種相關的人文思考，在歷代詩人中貢獻相對

突出。茲將杜甫天災詩分類列表如下，各詩題後亦註明其創作年代、

杜甫時齡，以便後文續作析論。8 

 
分類 詩題／寫作年代／年齡 合計 

一、水災 〈臨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領所憂因寄此詩

用寬其意〉唐玄宗開元二十九年秋（741，30 歲） 
〈九日寄岑參〉唐玄宗天寶十三載九月作（754，43 歲）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唐玄宗天寶十三載秋作

（754，43 歲） 
〈秋雨嘆三首〉唐玄宗天寶十三載秋（754，43 歲） 
〈上韋左相二十韻〉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初春（755，44 歲）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夏（756，45 歲） 
〈雨〉（始賀）唐代宗大曆元年作（766，55 歲）（追憶天

寶事） 
〈白帝〉唐代宗大曆元年秋作（766，55 歲） 
〈阻雨不得歸瀼西甘林〉唐代宗大曆二年七月作（767，56
歲） 

11 

二、旱災 〈白水明府舅宅喜雨〉：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44 歲） 
〈雨過蘇端〉唐肅宗至德二載春（757，46 歲）（此時得雨，

則旱災當發生於至德元年末至二載春間） 
〈喜晴〉唐肅宗至德二載三月（757，46 歲） 
〈夏日嘆〉唐肅宗乾元二年夏華州作（759，48 歲） 
〈夏夜嘆〉唐肅宗乾元二年夏華州作（759，48 歲） 
〈大雨〉唐代宗寶應元年成都作（762，51 歲） 
〈喜雨〉（春旱）唐代宗廣德元年四月（763，52 歲） 
〈喜雨〉（南國）唐代宗永泰元年四月（765，54 歲） 

16 

                                                 
7 其中〈夏日嘆〉、〈夏夜嘆〉同時涉及旱災與酷暑；〈後苦寒行〉其二同時涉及風災與冰凍，六

項災害總計 61 首，實為 58 首。 
8 創作年代，茲以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北京：中華書局，2016）所考為據。

以下所引本書文句，皆出自此版本，為求省便，逕標頁碼於引文之後；作者、書名或簡寫作仇《注》。

另蔡志超，《杜詩繫年考論》（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2012），對於杜詩創作年代有詳細考論，

可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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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唐代宗大曆元年六月夔州作（766，55 歲） 
〈火〉唐代宗大曆元年秋夔州作（766，55 歲） 
〈貽華陽柳少府〉唐代宗大曆元年夔州作（766，55 歲）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論壯年樂

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唐代宗大曆元年夔州作（766，55 歲） 
〈雨〉（行雲）唐代宗大曆元年夔州作（766，55 歲） 
〈種萵苣〉唐代宗大曆元年秋作（766，55 歲） 
〈柴門〉唐代宗大曆二年夏，自東屯往瀼西作（767，56 歲） 
〈驅豎子摘蒼耳〉唐代宗大曆二年秋作（767，56 歲） 

三、酷暑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唐肅宗乾元元年初秋華州作（758，

47 歲） 
〈夏日嘆〉唐肅宗乾元二年夏華州作（759，48 歲） 
〈夏夜嘆〉唐肅宗乾元二年夏華州作（759，48 歲） 
〈熱三首〉唐代宗大曆元年夔州作（766，55 歲）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六弟〉唐代宗大曆元年夔州作（766，

55 歲） 
〈多病執熱奉懷李尚書〉唐代宗大曆三年四月作（768，57
歲）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台省諸公〉唐代宗大曆五

年避亂之衡州作（770，59 歲） 

9 

四、風災 〈柟樹為風雨所拔嘆〉唐肅宗上元二年成都（761，50 歲）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唐肅宗上元二年秋成都（761，50 歲） 
〈後苦寒行二首〉（其二）唐代宗大曆二年冬作（767，56
歲）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唐代宗大曆三年冬

岳陽作（768，57 歲） 

4 

五、冰凍 〈投簡咸華兩縣諸子〉唐玄宗天寶十年作（751，40 歲） 
〈虎牙行〉唐代宗大曆二年秋作（767，56 歲） 
〈前苦寒行二首〉唐代宗大曆二年冬作（767，56 歲） 
〈後苦寒行二首〉唐代宗大曆二年冬作（767，56 歲） 

6 

六、疫瘴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唐玄宗天寶十載作（751，40 歲）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參三十韻〉唐

肅宗乾元二年秋泰州作（759，48 歲）（作詩時已患瘧疾三

年）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唐代宗廣德二年（764，53 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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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薛三郎中璩〉唐代宗大曆二年春（767，56 歲） 
〈又上後園山腳〉唐代宗大曆二年秋（767，56 歲） 
〈大曆二年九月三十日〉唐代宗大曆二年秋夔州作（767，

56 歲） 
〈十月一日〉唐代宗大曆二年秋夔州作（767，56 歲） 
〈孟冬〉唐代宗大曆二年（767，56 歲） 
〈悶〉唐代宗大曆二年（767，56 歲） 
〈鄭典設自施州歸〉唐代宗大曆二年（767，56 歲） 
〈次空靈岸〉唐代宗大曆四年春（769，58 歲） 
〈早發〉唐代宗大曆四年春（769，58 歲） 
〈北風〉唐代宗大曆四年春（769，58 歲） 
〈詠懷二首〉其二，唐代宗大曆四年春（769，58 歲）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六韻奉呈湖南親友〉唐代宗大曆

五年冬（770，59 歲） 

合計  61 

 
杜甫的詩作與其生命歷程是相互連繫的，可分為四個歷程：其

一，從先天元年（712）至天寶四載（745），即三十歲前，詩人主要

的生活內容是讀書和漫遊。其二，天寶五載（746），杜甫告別了他

「放蕩」、「輕狂」的漫遊生活，自東魯「西歸到咸陽」（〈壯遊〉，

頁 1188），直到天寶十四載安史之亂爆發前，是他十年「旅食京師」

時期，這十年主要的生活內容是求仕。其三，天寶十四載安史之亂爆

發（755.12.16），至乾元二年（759）是詩人「世亂遭飄蕩」（〈羌

村三首〉，頁 329）時期，全期處於戰亂中，生活劇烈動蕩變化，詩

作反映出憂國憂民的情懷，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結合。其四，自上元

元年（760）客成都至大曆五年（770）卒於湘中，是杜甫「漂泊西南

天地間」（〈詠懷古跡五首〉，頁 1237）的最後十一年，反映出安

史之亂後期，及亂定之後的社會面貌，亦留下諸多憂國憂民的上乘作

品。9 以此創作歷程以觀杜甫的天災詩書寫，亦有相近的發展。其天

                                                 
9 詳參李一飛，《杜甫與杜詩．杜詩的創作歷程》（長沙：岳麓書社，1994），頁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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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詩集中書寫於後二時期，第一期讀書漫遊期不計，第二時期「旅食

京師」十年期，僅有 9 首天災詩作，10 亦可反映其生命歷程與創作

傾向。蓋安史之亂所帶來憂國憂民的情懷，使他相對於過去更關注於

天災，及天災所造成對自然、民生的損害，天災與人禍的雙重破壞，

使他更具悲天憫人的憂患意識，因而產生較多的災難書寫、天災書寫。 

此外，「疫瘴」所以列為天災，因其產生乃山林間溼熱蒸鬱過甚

而產生毒氣，進而使人罹患傳染疾病，如清．仇兆鰲《杜詩詳注》中

引黃鶴注語：「炎方地脈疏而氣洩，愆陽不收，人為常燠所嘆，膚理

不密，又為山水草莽之氣所侵，故成瘴。」（頁 1489）「疫瘴」由

天然毒氣所引起的，故亦列入天災。11 杜甫在生命的最後十一年中

漂泊西南方，地點有三：一在蜀，二在夔，三在湖南、湖北，於此時

染上南方盛行的瘴疫、虐疾，於窮病潦倒之際，寫詩成為其重要的慰

藉，因而留下了許多與疫瘴相關的災難書寫、疾病書寫。 

（二）詩、史互證的特性 
杜甫的天災詩為其「詩史」的一部分，從「詩」的角度而言，具

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其傾注既真又細，既廣又深的情感，對後來現實

主義詩人產生了重大影響。從「史」的角度來看，杜甫天災詩是在災

難等史實的基礎上來吟詠的，並抒發其真實的感情，所以具有記史、

存史的功能，因此不僅是史，且是「詩史」，它比史料來得更可貴、

精彩、有味。杜甫天災詩中記錄各種天災，記下天災中自然環境、草

木蟲魚、芸芸眾生的經歷、苦難，記下人們的思想感情。此外，杜詩

中多有自注年月，故可與當時史事互證互補，如上表所列旱災〈七月

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論壯年樂事戲呈元二十一

曹長〉、〈大曆二年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等，此於詩題即明

記年月，另於詩文註明年月者，更是普遍。明．董說〈文苑英華詩略

                                                 
10 此 9 首為：〈九日寄岑參〉、〈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秋雨嘆三首〉、〈上韋左相二

十韻〉、〈白水明府舅宅喜雨〉、〈投簡咸華兩縣諸子〉、〈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11 前引鄧雲特《中國救荒史》研究，唐代受災共 493 次，其中即包括 16 次的「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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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即云：「故（杜）甫之詩與時事相經緯，而世謂之『詩史』，此

編年之略例也。」12 可見杜詩與史具有互證的特性，其天災詩亦然。

或以詩補史之不足；或以史闡明詩之內涵、主旨，乃至於確定寫作年

代，詩與史互證，極具文學與史學價值。13 

1. 以詩補史 
以詩補史者，如描寫水災之〈三川觀水漲二十韻〉，作於天寶十

五載夏（756），然史書並未記載當年水災，仇《注》引黃鶴注：「是

年史不書大水，而詩言水患為甚，可以補史之闕。」（頁 259）詩云： 

火雲出無時，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行潦相豗蹙。 

蓊匌川氣黃，群流會空曲。清晨望高浪，忽謂陰崖踣。 

恐泥竄蛟龍，登危聚麋鹿。枯查卷拔樹，礧磈共充塞。 

聲吹鬼神下，勢閱人代速。不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 

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禿。 

乘陵破山門，回斡裂地軸。交洛赴洪河，及關豈信宿。 

應沉數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怒猶蓄。 

何時通舟車，陰氣不黲黷。浮生有蕩汩，吾道正羈束。 

人寰難容身，石壁滑側足。雲雷屯不已，艱險路更局。（頁 259-261） 

詩人避難鄜州，見大雨水患，作此詩以記災情並抒懷。首述山行景事，漲

水之由；次以大量筆墨記川水之漲，如：「水流河內，故川氣帶黃。浪浸

山根，故陰崖如踣。蛟龍恐泥、麋鹿登高，畏水故也。」（頁 260）以下又

鋪寫水勢之簸蕩、沖激、變遷、倒流、突沖、橫撼、高湧、深入、勢急等

                                                 
12 董弱雨，《豐草庵文集》，見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第 10 冊，卷 3，頁 10841。 
13 以詩、史互證的手法研究杜詩雖有諸多優點，然須謹慎適中，不可過度。其流弊早在宋代即被提

出。過度使用此法的學者，認為詩中所描寫的一切等同於現實，用「實錄精神」來對詩歌內容一

一加以箋注，務使其一字一句與史傳所載相符，混淆詩與史的界線。以錢謙益學力之高，尚不免

有此誤，如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序》批評錢謙益注杜詩乃「事事徵實，不免臆測」（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1。故運用此法不可不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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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致使數州沉沒，為害極大也，詩中對此水患災情有淋漓的具象書寫。

《舊唐書．五行志》載開元十五（727）：「七月二十日，鄜州雨，洛水溢

入州城，平地丈餘，損居人廬舍，溺死者不知其數。」14 天寶十五載的山

川大水，與此災害相類。華池水、黑水、洛水雖僅是小河，然匯聚河瀆之

後為患甚大，不可小覷。則知，杜甫此詩，可補唐史之不足，於整個唐代

天災史而言，亦具有相當的史料價值。 

2. 以史明詩 
以史明詩者，如〈秋雨嘆三首〉： 

雨中百草秋爛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葉滿枝翠羽蓋，開花無數

黃金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立。堂上書生空白頭，

臨風三嗅馨香泣。 

闌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來牛不復辨，濁涇清渭

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

相許寧論兩相直？ 

長安布衣誰比數？反鎖衡門守環堵。老夫不出長蓬蒿，稚子無憂

走風雨。 

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來未曾見白日，泥汙后土

何時乾？（頁 186-188） 

此詩就字面而言，其一，乃嘆久雨害物，前四句喜決明耐雨，後四句憂草

木皆衰，唯決明孤立，恐其為風所摧殘。其二，乃嘆久雨害人，前四句寫

積雨之象，下四句慨嘆農作物損傷，農家無收成，只好以衾裯換斗米療飢

之況。其三，乃自嘆久雨之困，見雨中寥落，則觸景而增愁也。實則若能

結合史料所載，則能讀出此詩更深一層寓意。清．盧元昌《杜詩闡》引《唐

書》：「天寶十三載秋，霖雨六旬。楊國忠取禾之善者以獻，曰：『雨雖多，

                                                 
14 後晉．劉昫等撰，《舊唐書．五行志》（北京：中華書局，1975），卷 37，頁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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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害稼。』公有感而作。」15 道出了此詩具有諷諫之意。即玄宗時任刑部侍

郎的房琯，曾上言災之甚，為當時的宰相楊國忠所擱置，故詩云：「恐汝

後時難獨立」。楊國忠惡言災異，四方即匿之不以聞，故曰：「農夫田婦無

消息」，仇《注》乃進一步云：「日者君象，土者臣象，日暗土污，君臣俱

失其道矣。」（頁 188）則知此詩乃賦中有比，杜甫於此意在揭露、諷刺宰

相楊國忠，為了討好皇帝而粉飾太平，掩蓋霖雨成災的事實，同時還有替

為官正直的朋友房琯擔憂之意。 

其他詩、史互參、互證之例尚多，可詳見下文，於此不贅。  

三、杜詩中天災與人禍息息相關 

葉燮《原詩》稱杜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

不發其思君王、憂禍亂、悲時日、念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

幽愁、離合、今昔之感，一一觸類而起。」16 杜甫描寫天災亦有許

多的觸類，尤其是生發其「思君王」、「憂禍亂」之情，主張天災與

人禍是相連的，是息息相關的。因而，或描述天災中暗喻人禍；或上

言天災而下興人禍；或進而認為天災由人禍所召；或嘆天災苦，人禍

更苦，人禍甚於天災。 

（一）描述天災中暗喻人禍 
上文所引〈秋雨嘆三首〉即為於天災中暗喻人禍之例，又如〈九

日寄岑參〉：  

出門復入門，兩腳但如舊。所向泥活活，思君令人瘦。 

沉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 

吁嗟乎蒼生，稼穡不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漏。 

                                                 
15 清．盧元昌，《杜詩闡》（臺北：臺灣大通書局，1974），卷 3，頁 147。 
16 清．葉燮，《原詩》，收錄於郭紹虞編，清．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頁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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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 

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溜。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 

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采采黃金花，何由滿衣袖。（頁 180-181） 

此詩主旨雖然是寫雨中對岑參的思念，然「吁嗟乎蒼生……恐與川浸溜。」

卻插入大段雨災的描寫。「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漏。」仇《注》即將之與

史料聯繫起來：「今按《通鑑》：天寶十三載，秋八月，關中大饑，上憂雨

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不害稼也。』扶風太守房琯言

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力士侍側，上曰：

『淫雨不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

度，臣何敢言？』詩中蒼生稼穡一段，確有所指。雲師，惡宰相之失職。

天漏，譏人君之闕德。韜日月，國忠蒙蔽也。號禽獸，祿山恣橫也。君子

小人，貴賤俱不得所也。」（頁 181）「安得」二句正印證了葉燮所謂的「無

處不發其思君王、憂禍亂……」，於思岑參中，連及水災；再由水災，連

及思君、病民、憂亂的情志。〈秋雨嘆三首〉同樣作於天寶十三載的水災

中，詩云：「恐汝後時難獨立」、「農夫田婦無消息」同樣是以賦中有比的

手法，於描寫水災中，暗喻批評宰相楊國忠，同一議題，同一手法，杜甫

再三言之，可見其憂思所在。 

（二）上言天災下興人禍，上下交感 
杜詩中亦有將天災與人禍上、下分別言之，看似上下「不相屬」，

實則由天災興人禍，形成內外氣象的交感，及杜詩沉鬱頓挫、意氣盤

薄的整體氣氛。如〈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雷霆鬥，古木蒼藤

日月昏。 

戎馬不如歸馬逸，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

何處村？（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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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乃大曆元年（766）秋杜甫「為夔州民困而作」（仇《注》，頁 1113），

上四句寫峽中險急之雨景，下四句寫感懷戰時之困境，明．王嗣奭《杜臆》：

「前四句因驟雨而寫一時難狀之景妙，……然實興起戎馬以寫亂象。」17 前

敘雨景，便興下亂象，由景興情，由天災的陰慘之象，興發戰亂中百姓死

傷慘重，而苛捐雜稅又將寡婦勒索殆盡，痛哭之聲縈繞於詩人胸臆，情、

景交感，形成悲天憫人的沉鬱之情，及廣闊無邊的滄桑意氣，風格獨特。 

又如描寫旱災、酷熱的〈夏日嘆〉、〈夏夜嘆〉，均是杜甫於乾

元二年（759）夏憂華州旱之酷熱所作，王嗣奭《杜臆》云二嘆：「俱

以旱熱起興，而所歎在河北之賊未平。」18 知此乃憫旱憂時之作也。

且看〈夏夜嘆〉首四句：「永日不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里風，

飄颻吹我裳。」極寫酷暑旱象，其後：「念彼荷戈士，窮年守邊疆。

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連萬方。青紫雖被體，

不如早還鄉。」（頁 452-453），寫戰爭兵士，披甲荷戈，必更受酷

暑之苦又無從返鄉，由天災之苦興人禍之難耐、不堪，上下交感，更

增其苦。  

又如描寫嚴寒的〈虎牙行〉：  

秋風歘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洞庭揚波江漢回，虎牙銅柱

皆傾側。 

巫峽陰岑朔漠氣，峰巒窈窕溪谷黑。杜鵑不來猿狖寒，山鬼幽陰

雪霜逼。 

楚老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兩斛力。壁立石城橫塞起，金錯旌竿

滿雲直。 

漁陽突騎獵青丘，犬戎鎖甲聞丹極。八荒十年防盜賊，征戍誅求

寡妻哭，遠客中宵淚沾臆。（頁 1498） 

                                                 
17 明．王嗣奭，《杜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集部第 1307 冊，

卷 8，頁 295。 
18 明．王嗣奭：《杜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7 冊，卷 3，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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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作於大曆二年，此年夏為酷暑，多疫瘴；冬則嚴寒，霜雪逼人。前八

句從洞庭遠景寫至巫峽近景，因天氣忽變，一片秋陰肅殺之氣，連山中的

杜鵑、猿狖、山鬼也都反常。炎瘴蒸熱本可畏，不足憶，然因天氣嚴寒，

衣又單薄，故反增思念，由反面襯托，以上十句寫巫峽苦寒之景。後七句，

則由天氣的陰慘嚴寒，想到人民的兵禍災難，安祿山的胡騎在山東一帶，

吐蕃陷長安城，天下兵荒馬亂，盜賊四起，百姓哭號不已，想來詩人亦不

禁淚沾臆。此詩由巫峽苦寒的反常天氣寫到戰爭和人民被剝削的苦痛，天

災與人禍交感，彰顯杜甫悲天憫人之情。 

（三）諷天災由人禍所召 
更進一步，杜甫有天災乃人禍所召的想法，並以此諷諭朝政。如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雷。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來。 

牛馬行無色，蛟龍鬥不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頁 1104） 

此詩作於大曆元年，清．金聖嘆《選批杜詩解》：「七八（句），是追恨天

寶之事。意謂雨自干戈來，干戈則自陽臺（天寶事）來也。反言未必自，

出語婉甚。」19 仇《注》：「末言此關人事所召，非由地氣使然，詩蓋有感

而作也。」（頁 1104）其指出，發生於天寶十五載夏的雨災（見〈三川觀

水 漲 二 十 韻 〉）， 是 由 於 天 寶 十 四 載 冬 起 發 生 的 安 史 之 亂

（755.12.16-763.2.17），將天災起因咎責於人禍，非由地氣所致。 

又如〈夏日嘆〉，乃乾元二年感時憂旱而作，首四句：「夏日出

東北，陵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郁蒸何由開。」寫夏日之炎酷烈，

接下云：「上蒼久無雷，無乃號令乖。雨降不濡物，良田起黃埃。」

（頁 451）《京房易傳》言：「當雷不雷，陽德弱也。」20 說明君王

修德不足，天則有異象災變，故弭災必須由君王修德做起。  

                                                 
19 清．金聖嘆，《金聖嘆選批杜詩：四才子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83），頁 210。 
20 宋．李昉，《太平御覽．雷》（北京：中華書局，1960），卷 13，頁 2，總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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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嘆人禍更甚於天災 
杜甫天災詩極言天災造成百姓生活的痛苦，然相較於安史之亂的

人禍，則人禍更甚於天災矣。如〈次空靈岸〉：  

沄沄逆素浪，落落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曆妙。 

空靈霞石峻，楓栝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已偏照。 

可使營吾居，終焉托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 

向者留遺恨，恥為達人誚。回帆覬賞延，佳處領其要。（頁 1619） 

此詩作於大曆四年春，杜甫於大曆二年才因身染瘴疫瘧疾，而寫了 7 首詩

以抒發其深深的苦痛，總計疫瘴詩有 15 首，杜甫必為此所苦，不可能認

為「毒瘴未足憂」，只因跟長達八年，擴及天下的兵災相較，其憂尚微，

再加上朝廷不斷地徵集壯丁、苛捐雜稅，而那些達官貴人卻還在暗處譏笑

你的無為，你的窘迫，「人禍」豈不比「天災」更可恨、更可懼？從而發

出息戰寧人的心願，具有督促君王勤政愛民、救濟災難的現實意義。 

四、杜甫天災詩中的救災書寫 

唐代自然災害頻發，唐人為因應各種自然災害，在承襲前代救災

制度的基礎上亦有所精進，制定了一系列的救災制度，大致可分為防

災、賑災和弭災三類。杜甫天災詩中，對於救災的情形亦有所反映，

從文學的詠嘆，呈現出詩人眼中對唐代救災制度的觀察與省思。  

（一）防災 
面對自然環境的變異，為政者須有所建設，以防止災難的發生或

擴大。黃河是條攸關國計民生的大河，歷代經常發生決口災情，唐代

於中央設立了防災機構，主要依靠興修水利工程以防水災、旱災，具

體的防災工程主要是由工部負責，水部司進行宏觀調控，掌管天下河

渠水令的奏報，其下分層負責，地方官吏亦須擔負地方災害的預防和

救助。《新唐書．百官志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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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水監 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澤、津梁、渠堰、陂池之政，

總河渠、諸津監署。凡漁捕有禁，溉田自遠始，先稻後陸，渠長、

斗門長節其多少而均焉。府縣以官督察。 

唐有河隄使者，貞觀初改曰河堤謁者。……河隄謁者六人，正八

品下。掌完隄堰、利溝瀆、漁捕之事。涇、渭、白渠，以京兆少

尹一人督視。21 

都水監負責京畿一帶政令的執行與監察，其下諸津設官員掌堤堰溝瀆的治

理與維護，以利民生之事。 

杜甫於〈臨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領所憂，

因寄此詩用寬其意〉一詩中，亦有相關的呈現：  

二儀積風雨，百谷漏波濤。聞道洪河坼，遙連滄海高。 

職思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領簿曹。 

尺書前日至，版築不時操。難假黿鼉力，空瞻烏鵲毛。 

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螺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 

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留孤樹，青天失萬艘。 

吾衰同泛梗，利涉想蟠桃。卻倚天涯釣，猶能掣巨鼇。（頁 21-23） 

此詩黃鶴繫於開元二十九年（741），根據《舊唐書．五行志》所載：「（開

元）二十九年，暴水，伊、洛及支川皆溢，損居人廬舍，秋稼無遺，壞東

都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北諸洲，皆多漂溺。」22 此詩所述，重在黃河氾

濫，開頭四句即描寫波濤溢河、淹沒百谷之黃河災情。「燕南」以下八句，

述水勢盛大，氾濫深重，滅村吞舟之甚。「職思」以下八句，說明其弟即

處在彼低窪的城邑，擔任掌管簿書的官曹，處在防治水患的第一線，憂心

如焚，近期天天做著版夾築堤的防災工作，「版築不時操」生動反映出唐

代築堤防災的實況。至於欲「假黿鼉」為橋，「利涉想蟠桃。卻倚天涯釣，

                                                 
21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百官志三》，卷 48，頁 1276、1277。 
22 後晉．劉昫等撰，《舊唐書．五行志》，卷 37，頁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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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能掣巨鼇。」等僅為豪邁之戲言，因杜甫時年三十，胸懷壯志，乃發壯

語以寬慰其弟。 

（二）賑災 
即使防災措施做得再完備，天災卻仍是頻頻發生，防不勝防。因

此，需要完善、具體的賑災措施，以進一步拯救災民的民生、經濟，

使百姓得以繼續維生。 

唐代的賑災制度，基本上承襲隋朝。隋朝中央的賑災機關設在尚

書省下的「度支」，隋文帝開皇三年（583）改為「民部」統轄度支、

民部、金部、倉部四曹。唐高宗永徽元年（650），避唐太宗諱，改

「民部」為「戶部」，「戶部」下設有度支郎中。《新唐書．百官志

一》載：  

戶部 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掌天下土地、

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度支，

三曰金部，四曰倉部。 

度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陸

道涂之利。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

23 

度支郎中掌管賑災物資的收支、管理、調配，減免災區的賦稅、制定救災

的額度，災後又須負責和糴、和市、平抑物價等賑災的艱巨任務。度支郎

中下還設有撫院等相關機構，以便深入民間體察實況，《舊唐書．食貨上》：

「屬吏在千里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軍府纖芥，莫不先知焉。」24 

如此，即可及時掌握受災區的災情，從而適時做出恰當的評估與賑災行動。

唐代中央政府對於天然災害「賑災」的處理機制尚稱完善，25 杜詩中亦有

                                                 
23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百官志一》，卷 46，頁 1192、1193。 
24 後晉．劉昫等撰，《舊唐書．食貨上》，卷 49，頁 2118。 
25 曾賢熙〈唐代中央政府對天然災害的處理機制探討〉文中論析唐代賑災機制，約可歸為三點來觀

察：（一）制度面：置義倉與常平倉；（二）政策面：開倉賑災與遣使宣慰；（三）執行面：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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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的呈現，析論如下。 

1. 開倉廩：減價、和糴、出糶 
即使救災制度再完善，人謀不臧，亦無法將賑災發揮到最大功

效，〈秋雨嘆三首〉其二：  

闌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來牛不復辨，濁涇清渭

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

相許寧論兩相直？（頁 187-188） 

《舊唐書》天寶十三載（754）秋：「霖雨積六十餘日，京城垣屋頹壞殆盡，

物價暴貴，人多乏食，令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十場賤糶以濟貧民。」26 因

應水災，玄宗有下令出太倉米一百萬石濟民，此詩作於是年，卻云：「城

中斗米換衾裯，相許寧論兩相直」，清．盧元昌《杜詩闡》：「是秋，玄宗

令出太倉米，減價糶與貧人。豈知上雖減價，下不論直，皆時事之可傷者。」

27 由詩中的記載可知，當時的水災，玄宗雖有實施減價、和糴、出糶的賑

災制度，28 然執行上並沒有落實，以至於人民仍不得不以高價的財物去換

取斗米，實際受惠於賑災制度者並不多。唐代為使賑災濟貧的美意，不為

奸吏與富豪勾結謀掠，對藉機從中詐取的權貴之家，亦加強防範。如天寶

之制，凡有犯者，按其品級，「五品已上官蔭人等錄奏，當別有處分；六

品已下并白身者，便决一頓，仍準法科繩。所由等官，不能覺察及自抵犯

者，亦與同罪。」29 然安史之亂旋即爆發，由此詩所敘，此規範恐未達到

                                                                                                                      
貸與考核（賑給與借貸、和糴與閉糴、官員考核）。《大葉大學通識教育學報》第 11 期（2013
年 5 月），詳見頁 15-30。 

26 後晉．劉煦等撰，《舊唐書．玄宗本紀下》天寶十三載條，卷 9，頁 229。 
27 清．盧元昌，《杜詩闡》，卷 3，頁 148。 
28 李淑媛〈氣候、荒災與生存抉擇－唐代鬻賣人口現象析論〉：「出倉米『減價出糶』救荒之法，

唐前期史料未見，似始自玄宗開元朝。」，《臺灣師大歷史學報》第 48 期（2012 年 12 月），

頁 9-10。 
29 李希泌主編，《唐大詔令集補編．和糴》天寶十四載（755）正月：「開倉賤糶以濟時須詔」。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1273-1274。另宋．王欽若等編，《冊府元龜．帝王部．

惠民一》亦有類似的記載。（北京：中華書局，1989），卷 105，頁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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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阻之效。 

2. 薄稅斂、偃甲兵 
人們生活十分困頓，開倉廩仍不足以解困，還須薄稅斂、偃甲兵。

杜甫〈雷〉中對大旱不雨的賑災情形，有精彩的描述：  

吁嗟公私病，稅斂缺不補。故老仰面啼，瘡痍向誰數。 

暴尪或前聞，鞭石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 

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數然，堯湯免親睹。 

上天鑠金石，群盜亂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不猶愈。（頁 1070） 

公田、私田皆欠收，父老仰天哭，則飢病無人訴，此時即須「缺不補」，

薄稅斂，使民可安然度過天災難關。此外，還須停止征戰，詩人於此苦苦

哀求各方「偃甲兵」，是非曲直要聽從君主處理，30 各地各人各安其位，

莫將百姓一物也盡取。酷熱能使金石流，難以抵禦；然猛於虎的群盜，比

旱熱更不可禦。由此可見，「薄稅斂、偃甲兵」於賑災中的重要性。且相

較而言，「人禍」難擋，旱熱等天災則是「猶可禦」的。 

（三）弭災 
董仲舒「天人感應」內「災害天譴論」的系統理論持續主導著中

國歷代的災異觀，31 且成為一項牢不可破的人生信仰、社會意識。

唐人對災異的認識亦受其影響，認為若天降大災，一定是皇帝失德引

起的，李軍「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論述唐代各地發生災害危機時，

皇帝受漢代「天人感應」、「災害天譴論」的影響，總先「下詔自譴」，

再採取一系列弭災的行動，如避正殿、減膳、祈禳、出宮女、改元、

慮囚、下詔求言……等。32 且看唐．吳兢《貞觀政要》的相關記載： 

                                                 
30 此乃針對蜀中軍閥混戰而言。 
31 「災害天譴」、「修德弭災」的思想雖然產生很早，但在漢以前並未成為主導的地位，亦未形成

系統的思想，此集大成者，乃是董仲舒。 
32 李軍，「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第二章〈災害危機與皇帝自譴〉（北京：首都師範大學博士論文，

2004），頁 19-32。唐人認為消災謝譴莫大於修誠，君王必先削減奢侈、刻責自身以節用愛人。



．東海中文學報． 

 ．56．

貞觀八年，隴右山崩，大蛇屢見，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

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梁山崩，晉侯召伯宗而

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不舉樂，降服乘

縵，祝幣以禮焉。』粱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

文帝元年，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令郡國無來獻，

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不為災。後漢靈帝時，青蛇見御座；

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見齊地，經市入朝。按蛇宜在草野，

而入市朝，所以為怪耳。今蛇見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龍蛇，亦

不足怪。又山東之雨，雖則其常，然陰潛過久，恐有冤獄，宜斷

省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不勝德，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

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理冤訟，多所原宥。 

貞觀十一年，大雨，穀水溢，沖洛城門，入洛陽宮，平地五尺，

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不德，皇天

降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度，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

物罪己，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令尚食斷肉料，進蔬

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33 

唐太宗與虞世南、伯宗等大臣在論及天災問題時，均將其與人事相連，並

以君王的不樂、禁奢、審獄、修德、減膳等，作為弭災的必要措施。出身

於世代奉儒守官傳統家庭的杜甫，對於天災的認識與弭災的看法，基本上

與當時的普遍認知是相合的。 

1. 祈禳 
祈禳祭祀，是希望藉此能使上天息怒，消弭災害，唐．杜佑《通

典》「祈禱」條：  

                                                                                                                      
此外，災害頻發，農作不耕，乃是因為州縣的冤獄不斷，獄政不治，故須派遣使者巡行天下去「覆

囚」，去「省之，非遣殺之，無濫刑也。」也稱「慮囚」、「錄囚」等。另詳見閻守誠、李軍：

〈唐代的因災慮囚〉，《山西大學學報》2004 年第 1 期，頁 103-107。 
33 唐．吳兢，《貞觀政要．災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28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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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都孟夏以後旱，則祈岳鎮海瀆及諸山川能興雲雨者於北郊，望

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皆七日一祁。不雨，還從岳瀆如

初。旱甚則修雩，秋分以後不雩。初祈一旬不雨，即徙市、禁屠

殺、緞繖扇、造土龍。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用常祀，皆

有司行事。已齋及未祈而雨，及所經祈者皆報祀。 

發生災情，祈禳祭祀有一定的程序。旱災時，先祈能興雲雨的岳鎮海瀆山

川，再祈社稷，後再祈宗廟，每七日祈祀一回。若仍不雨，便循環再祭，

然秋分以後不能再進行祈雨祭祀。若第一回祈雨無效，還須徙市、禁屠殺、

緞繖扇、造土龍。若順利降雨，則還須報祀。 

杜甫天災詩中對於弭災亦有相關的描述，關於祈祭方面，如〈白

水明府舅宅喜雨〉：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復過。碧山晴又濕，白水雨偏多。 

精禱既不昧，歡娛將謂何？湯年旱頗甚，今日醉弦歌。（頁 224-225） 

據仇《注》云：「精禱致雨，此即政比古人處」（頁 225），此詩所以「喜

雨」乃因久旱後「精禱」，杜甫頌美其舅明府旱時善於精禱，可比湯時大

旱禱於桑林之誠，故如今喜獲甘霖，無災無害，可弦歌為歡。至於旱災嚴

重時，則更須虔誠祈雨，如〈雷〉： 

大旱山嶽焦，密雲復無雨。南方瘴癘地，罹此農事苦。 

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龍竟寂寞，土梗空僂俯。…… 

暴尪或前聞，鞭巫非稽古。34 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 

昨宵殷其雷，風過齊萬弩。復吹霾翳散，虛覺神靈聚。 

氣暍腸胃融，汗濕衣裳污。吾衰尤計拙，失望築場圃。（頁

1070-1071） 

                                                 
34 舊作「鞭巫」，仇注依張遠改為「石」，竊以為應依舊作「鞭巫」。一則，「巫」與「尪」相對

而言；二則，鞭石於《初學雜記》中已有聞，不可謂「非稽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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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作於大曆元年，時在夔州。詩中記述南方瘴癘地，大旱山嶽焦，農夫

心如沸，災區祭天求雨的風俗。《周禮．春官宗伯下．司巫》：「若國大旱，

則帥巫而舞雩。」35 即詩中所云：「封內必舞雩」。於此，經歷再三的求雨

仍不果，乃嘆：「真龍竟寂寞，土梗空僂俯。」奈何仍不雨，白白鞠躬求神

拜土偶。 

2. 鞭巫、焚巫、焚山擊鼓 
承上〈雷〉中所載南方另有「鞭巫、焚巫、焚山擊鼓」的風土惡

習，如詩云：「峽中喧擊鼓」、「暴尪或前聞，鞭巫非稽古。」即是。

《藝文類聚》引《神農求雨書》：「春夏雨日而不雨……如此不雨，

命巫祝而曝之。曝之不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36 不雨則暴

巫，暴巫而不雨，則積薪擊鼓而焚山。所謂「暴尪」類「暴巫」，即

尪者、巫者面向天，覬天哀而雨之，此古籍中已有記載；然「鞭巫」

則於古無稽。蓋夔人信巫，《夔州府志》：「其人豪俠，其俗信鬼，

其稅易征，其民不偷；人多勁勇；踏磧而遊；刀耕火種，女不蠶織。」

37 杜甫此詩寫旱情，亦結合當地的風土，對於此地祈雨特有的之「惡

風土」38 予以否定，發出其無用的嚴厲批判。然最終並非將批評的

矛頭指向無知百姓，而認為朝廷與割據勢力才是罪魁禍首。則知，杜

甫主張「弭災」須精禱之外，還必須注意國家內政的治理，朝廷失政，

則「人禍」更甚於「天災」也。  

於此，國君的仁政愛民才是弭災的最要務。亦是於大曆元年夔州

所作，描寫大旱災情的〈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

因論壯年樂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35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周禮注疏．春官宗伯下．司巫》，《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0），卷 26，頁 398。 
36 唐．歐陽詢等編，《藝文類聚．災異部．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卷 100，頁 1723。 
37 明．吳潛修輯，《夔州府志》（北京：中華書局，2009），頁 43。 
38 夔州之「惡風土」又如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載：「荊湘民俗，歲時會集或禱詞，多擊鼓，

令男女踏歌，謂之歌場。惟灼龜打瓦，或以雞子占卜，示祟所在，使俚巫治之，皆楚俗也。」（臺

北：成文出版社，1976），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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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聖昚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 

灑落唯清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塞雁，南向欲行列。（頁 1088） 

杜甫不贊成「鞭巫」求雨的陋習，更不贊成「焚巫」的愚昧行為。此詩中，

杜甫盛讚諫止魯僖公「焚巫」的臧文仲為「聖人」。39 並盛讚「武王親救

暍」一事，《帝王世紀》：「武王自盟津還，反於周，見暍人，王自左擁而

右扇之。」40 認為能弭災者，「焚巫」不可信，君王若能親自擁抱災民體恤

災民，則更具有實質的意義。 

杜甫於夔州所見求雨的陋習，亦可見於〈火〉：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龍，驚惶致雷雨。 

爆嵌魑魅泣，崩凍嵐陰昈。羅落沸百泓，根源皆太古。 

青林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女。 

風吹巨焰作，河漢騰煙柱。勢欲焚昆侖，光彌焮洲渚。 

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神物已高飛，不見石與土。 

爾寧要謗讟，憑此近熒侮。薄關長吏憂，甚昧至精主。 

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流汗臥江亭，更深氣如縷。（頁

1071-1073） 

仇《注》引詩題原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頁

1071-1072）所謂「有合《神農書》」，主要強調此「舊俗」是大有來頭，

有所傳承的。但從詩文來看，作者仍然是反對此愚昧的舊俗。舊俗焚山擊

鼓是要焚蛟龍，迫使牠驚悚雷雨之神以下起滂沱大雨。然則，火勢蔓延，

                                                 
39 《左傳．僖公二十一年》：「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省

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殺之，則如勿生；若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

是歲也，饑而不害。」杜預注：「巫尪，女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

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人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

等正義：《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 14，頁 242-243。

僖公二十一年（前 639）夏，魯國大旱，文仲力阻僖公以焚巫、尪為旱備的做法，提出了一系列

抗旱保民的措施。僖公採納了他的建議，故是歲「饑而不害」。 
40 晉．皇甫謐撰，清．宋翔鳳、錢寶塘輯，《帝王世紀》（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1997），卷 5，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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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不可收拾，蛟龍亦避火而去不能為雨，燃火不僅無救於旱災，且徒增

炎熱耳。「爾寧」二句責夔民之誣妄，褻瀆神明，荒唐熒惑；「薄關」二句

譏有司之失職，指責那些自以為精明的決策者，做出了這般「甚昧」的愚

蠢行為；「遠遷」二句，亦是在指責只會憂心火勢迫近城關的長吏：為何

不組織居民撲滅山火？清．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蛟龍神物，奈何為焚

山之舉，以謗讟而熒侮之，此固舊俗不經，實因長吏薄于憂民，不知以精

誠為主，盡祈救之道耳。」41 則知，通篇緊要語在於「甚昧至精主」，所責

在於主之者，杜甫認為祈救之道主要於主事者的「精誠」，而此「精誠」

的對象，不僅在於祈禳的「天神」，也在於所治理的「政事」、「百姓」上。 

3. 報祀、謝天 
災弭之後，還須報祀、謝天。杜詩於〈雨〉中則是就個人而言感

念雨德：  

行雲遞崇高，飛雨靄而至。潺潺石間溜，汩汩松上駛。 

亢陽乘秋熱，百穀皆已棄。皇天德澤降，燋卷有生意。…… 

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力，庶減臨江費。（頁

1093-1094） 

此詩作於大曆元年天降甘霖的九月時節，詩中主要鋪陳在大旱時望雷、祈

雨，後終能得雷而久雨，「潺潺石間溜，汩汩松上駛。」一片令人欣喜的

雨澤之景，對於大旱得解，詩人仍不忘感謝雨神的庇佑，「皇天德澤降」，

菜圃得雨之滋潤，則汲水不再費力而寡功矣。 

4. 勤政愛民：赦天下、減軍用、省賦稅、行儉修德 
杜詩常將氣象與政治聯繫起來，說旱災，認為是「君道失明」所

致，是朝廷政策失誤、人民有冤難雪所引起的。面對百姓，君王須勤

政愛民，如前所舉〈雷〉強調應勤內政、薄稅斂、偃甲兵，前引〈七

                                                 
41 清．朱鶴齡輯注，《杜工部詩集》（北京：北京出版社，2005），卷 13，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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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論壯年樂事戲呈元二十

一曹長〉言須體恤災民，又如〈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都已休，兵戈況騷屑。 

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來雨，真宰罪一雪。 

穀根小蘇息，沴氣終不滅。何由見寧歲，解我憂思結。 

崢嶸群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雷公，滂沱洗吳越。（頁 843-844） 

杜甫表面說，蒼江夜雨來，老天算是一雪其罪，雖然才剛下過一場雨，但

詩人認為尚不足，盼能驅趕雷公，到東南吳越一帶續下一場。宋本《杜工

部集》該詩句末原注：「時聞浙東多盜賊。」則「罪真宰」、「鞭雷公」當有

更深一層的意涵，進一步從此詩前後，杜甫連貫的思想來看，此所針對的

是朝廷朝政，對百姓惟有同情。蓋作此詩的前一年（寶應元年，762，51

歲），蜀大旱，杜公即寫下〈說旱〉，認為：「奈久旱何，得非獄吏，只知

禁繫，不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42 勸好友嚴武當決獄放

囚，遣吏存問民間疾苦，方為「弭災」之正道。寫此詩的同一年（廣德元

年，763，52 歲）又寫下〈為閬州王使君進論巴蜀安危表〉，認為「惟獨

劍南，自用兵以來，稅斂則殷，部領不絕，瓊林諸庫，仰給最多。」強烈

要求朝廷須「勅天下徵收赦文，減省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省之又

省之，劍南諸州，亦因而復振矣！」並呼籲：「重斂之下，免出多門，西

南之人，有活望矣！」43 主張「弭災」之道，還須赦天下、減軍用、省賦

稅，則人民方可有活路。同年，又作〈有感五首〉其三：「不過行儉德，

盜賊本王臣。」（頁 806）；隔年（廣德二年，764，53 歲）春，又作〈傷春

五首〉：「君臣重修德，猶足見時和。」（頁 897）主張「天災」與「人禍」

乃是相連的，君臣行儉、修德，則亦可以弭災矣，如〈上韋左相二十韻〉：

                                                 
42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註，《杜少陵集詳註．說旱》（北京：文學古籍刊行社，1955），第

10 冊，卷 25，頁 13。 
43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註，《杜少陵集詳註．為閬州王使君進論巴蜀安危表》，第 10 冊，卷

25，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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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雨思賢佐，丹青憶舊臣。」（頁 194）由此可知，此詩「罪真宰」、「鞭

雷公」實則隱含諸多君明臣良的「弭災」之道。災弭之後則須勤整治，百

姓終可安居樂業，如〈種萵苣〉所云：「山泉落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

紆颯沓，信宿罷瀟灑。」（頁 1111）大旱得雨後，欣然呼童僕同治畦、復耕

也。 

然則，杜甫此一將天災本質的認識及解決方法的設定，與祭天、

人禍密切結合的觀點，存在著一個令人糾結的矛盾。從現今理性的角

度來看，不免被視為太過迷信、太過傳統，不合自然科學的邏輯。然

而，就當時的整體認知而言，無論是遵循前代祈雨禮儀的傳統需要，

或是基於現實考量安撫民心的需要，帝王種種的弭災措施，都具有強

烈的社會意義與政治意義。其所發出息戰寧人的心願，期盼君王勤於

政事、修德弭災、精禱祈禳的作為，具有另類的實質意義。一旦弭災

成功，君王真命天子的身份可以獲得認證；即使不成功，君王亦可由

此讓天下百姓看見「仁主憂民之旨，聖人恤物之心」44，達到攏絡人

心的目的，百姓也可因此獲得較好的照顧。是以我們也不能太過苛責

杜甫，主要還是必須回到歷史的現場，此乃是當時，包括帝王、賢臣

們的普遍認知。值得肯定的是，杜甫對於當時南方土風流行的鞭巫、

焚巫、焚山擊鼓等，泯滅人性、破壞自然的陋習，予以嚴厲的批判，

仍具有理性的判斷。  

五、杜甫天災詩的憂患意識 

杜甫作為社會良知的一個重要特徵，即是富有憂患意識。劉明華

《杜甫研究論集》：「杜甫的憂患意識，突出表現為政治憂患（憂世）

和生命憂患（憂生）」45 憂世，根源於他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根

源於「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頁 65）的理想。

                                                 
44 宋．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北京：中華書局，2004），卷 30，頁 689。 
45 劉明華，《杜甫研究論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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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生即死亡意識，舉凡不遇、衰老、疾病、貧窮、天災、戰亂等，均

是其憂生的因子，然「憂生者不一定憂世，憂世者常免不了憂生。」

46 杜甫天災詩的憂患意識，即鮮明地展現出憂生和憂世的雙重焦

慮，其中表現出他對自我、對他人、對萬民、對萬物、對社會、對家

國等，強烈的厚生愛物、憂國憂民、民胞物與、悲天憫人、己飢己溺

的情懷。杜甫的人道主義精神，是他成為「詩聖」的重要因素，在中

國古代詩人中表現得最為突出，這與他深厚的歷世經歷有著相當的正

比關係。杜甫天災詩中的憂患意識展現了以下三點特色。 

（一）憂慮災難對民生經濟的影響，諷諭政治當局 
人們生活最根本的就是農耕，農耕最重要的便是適量的雨水，若

雨水不來，即帶給詩人莫大的憂慮，〈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

小涼穩睡有詩因論壯年樂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閉目逾十旬，大江不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 

園蔬抱金玉，無以供采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頁 1087） 

此言雨師不來，旱魃疾行，旱虐難堪，造成果園菜蔬無所收成，因而貴如

金玉。表達了詩人對天災引發的民生經濟問題十分憂慮。若雨水太多而成

水災，則又引發詩人的諸多擔憂，如〈三川觀水漲二十韻〉描述水災造成

民生上「行」與「居」的困難： 

浮生有蕩汩，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滑側足。 

雲雷屯不已，艱險路更局。普天無川梁，欲濟願水縮。 

因悲中林士，未脫眾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頁 261-262） 

此言水患為甚，流離奔走中，或路滑側足，或欲濟無由，又憂林居之士，

不免為魚所食，天災不息，普天之人均受其苦，詩人乃誠心祈求水災停歇，

願得鴻鵠升天以脫水困，展現了飢溺一體之心，於感念民生苦難方面表現

                                                 
46 劉明華，《杜甫研究論集》，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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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更加覺明。 

又如前舉〈秋雨嘆三首〉其二：「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寧論兩

相直」，在水災連連，農作物無從生產的情形下，人民不得不以高價

的財物去換取米穀，造成民生的困難，進而云：「恐汝後時難獨立」、

「農夫田婦無消息」諷諭國君與宰相俱失其道。又如前引〈九日寄岑

參〉：「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漏。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用

以諷諭國君失德、宰相失職。出身奉儒守官的家族，杜甫一定富有忠

君思想；不過，其忠君是以愛國、憂民為前提，如劉明華〈杜甫「忠

君」的表現形態〉所云：「杜甫的忠君思想更多地繼承了先秦時期的

忠君觀念，而不是把自己與皇帝的關係看成是私人關係。既然皇帝對

民眾應承擔義務，所以，杜甫才理直氣壯地對社會問題加以揭露，對

政治弊端毫不留情地批判。」47 故杜甫的憂患與批判也是一種「忠」

的表現，是屬於「諫諍型」的「良臣」，48 承繼了中國儒者以詩文

為諷諭、諷諫的傳統。 

若災弭則必然欣喜，如〈雨過蘇端〉：「雞鳴風雨交，久旱雲亦

好。杖藜入春泥，無食起我早。」訪友本應晴天好，然因久旱得雨，

則雲雨亦好。大地復甦，「紅稠屋花角，碧秀墻隅草。親賓縱談謔，

喧鬧慰衰老。況蒙霈澤垂，糧粒或自保。」（頁 288）受到雨水的滋

潤，則花草增妍，糧粒有望。杜甫天災詩中，便有諸多從天雨得時的

「農功」價值與「災弭」的政治價值角度而抒發的，可見其對天災所

造成的民生困境十分掛心。關於雨和農耕、生產的詩篇，為杜甫天災

詩普遍書寫的題材，都有著濃厚的憂生氣息。 

                                                 
47 劉明華，《杜甫研究論集》第六章〈杜甫「忠君」的表現形態〉，頁 98。 
48 劉明華《杜甫研究論集》認為杜甫的憂患與批判：「這也是『忠』的一種表現，是一種較為激烈

的表現形態而已。從這個意義講，宋人大談杜甫忠君並非指空立說。但宋人把杜甫『變形』了，

把一個『諫諍型』的『良臣』改變為一個『服從型』的『忠臣』，因而，扭曲了杜甫忠君的本來

面目。」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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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親歷親證災難而己飢己溺，自嘆傷人 
杜甫悲天憫人、己飢己溺的仁者情懷，是從其親身所經歷的苦難

中而來的。如其疫瘴詩，集中寫於漂泊西南的最後十一年，大多從自

我染炎瘴瘧疾的病困出發，反映當時疫瘴之災情嚴重，進而抒發其生

之憂。如大曆二年杜甫便寫了 7 首疫瘴詩，其中，〈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簾唯白水，隱几亦青山。 

猿捷長難見，鷗輕故不還。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頁 1475） 

白水青山，本足堪適興遊樂，然因滯留蠻瘴之地，又貧病纏身，催人老去，

只足增憂悶耳。又〈寄薛三郎中璩〉：「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復加

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不失真。

余今委修短，豈得恨命屯。」（頁 1339）此自敘衰病之況，親身經歷瘧疾

和肺病，因傷故人而加劇，不免有自我存亡之憂，深知其中苦況，使其亦

能以同理心推己及人。 

又如〈柟樹為風雨所拔嘆〉：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老相傳二百年。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

聞寒蟬。 

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流雲氣。幹排雷雨猶力爭，根斷泉源

豈天意。 

滄波老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留懼雪霜，行人不過

聽竽籟。 

虎倒龍顛委榛棘，淚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

無顏色。（頁 689-690） 

此詩極力渲染風雲雷雨一時並作的情勢，楠樹雖「幹排雷雨」與之搏鬥，

然終為之所拔；「虎倒龍顛委榛棘」，僕踣之狀，與杜甫個人坎坷的遭遇相

近，故於傷樹之際亦以自傷；「淚痕血點垂胸臆」，人、樹皆悲，感嘆風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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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居住的改變，倍增旅況淒涼。 

杜甫由個人的不幸，進而表現出「己飢己溺」的仁者情懷，由小

我走向真我、大我，故其「己飢己溺」的仁者情懷，主要不是從道德

的教條中得來，而是從親歷親證中得來，使其憂患意識更具有深刻的

入世意涵。如其著名的詩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怒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林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羣童欺我老無力，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

口燥呼不得。歸來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年冷似鐵，嬌兒惡臥

踏裡裂。 

牀頭屋漏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亂少睡眠，長夜沾濕

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不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見此屋，吾廬獨破受凍死亦足！（頁 690-691） 

此詩乃唐肅宗上元二年秋作於成都（761，50 歲），此時杜甫定居於草堂，

茅屋為其安頓生活的居所，然卻為八月秋怒號的高風所吹破，此為第一重

傷害；頑童抱茅而去，此又造成第二重傷害。「俄頃」以下八句，則細寫

雨至天黑、衾冷被裂、屋漏腳麻、轍夜難眠之狀，此細節生動，苦況如在

目前。然杜甫的憂慮，並不僅僅停留在小我上，在窮苦潦倒自救不暇之際，

他更憂慮的是戰亂以來，和他遭受同樣苦難的人民，於是眼前出現千萬間

廣廈，他依然發大願念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然

「風雨不動安如山」，他甚至不惜「吾廬獨破受凍死」，表現出民胞物與，

己飢己溺的仁者情懷。如清．吳瞻泰《杜詩提要》所云：「前面三層寫破

屋淒慘可憐，末忽發出如許大胸襟，大語言，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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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樂而樂』氣象」49 可見詩人從小我走向真我、大我的歷程。 

又如〈驅豎子摘蒼耳〉一詩，首云：「江上秋已分，林中瘴猶劇。

畦丁告勞苦，無以供日夕。」秋分時猶旱，疫瘴甚劇，因而畦蔬生長

困難，不足以滿足日用，僅能驅童僕至野地摘蒼耳，中云摘蒼耳及食

蒼耳之法後，末即云： 

亂世誅求急，黎民糠籺窄。飽食復何心，荒哉膏粱客。 

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惡少年，黃金且休擲。（頁

1375-1376） 

杜甫由個人的無菜蔬食野蒼耳，擴大憂患於百姓身上，想到百姓則連糠籺

都吃不上，可此時官僚地主們卻是「廚肉臭」。「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

與「朱門酒肉臭，路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頁 231）

有異曲同工之妙，足見他那種「窮年憂黎元」（〈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頁 227）的仁者精神。 

杜甫於安史之亂期間，有不少時日是處於戰亂中心的京洛間，親

身目睹、感受到許多重大的歷史事件，豐富真切的直接經驗衝擊內

心，對於天災所造成的悲苦，不僅及於百姓，亦及於戰亂中的兵士。

如前引〈夏夜嘆〉寫於安史之亂，敘酷熱難耐，然隨後思及戰爭兵士，

披甲荷戈，必更受酷暑之苦又無從返鄉。又如作於大曆元年安史之亂

已息之〈熱三首〉，其一記酷熱、思解熱；其二欲尋涼而不可得；其

三云：  

朱李沉不冷，雕胡炊屢新。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 

欻翕炎蒸景，飄搖征戍人。十年可解甲，為爾一沾巾。（頁 1075） 

詩中敘寫熱不能耐，飯易餿，味頻空，然隨後慨及征夫，仍有十年未能解

甲繼續留營者，令人為之淚霑巾，自嘆又傷人。 

                                                 
49 清．吳瞻泰，《杜詩提要》（臺北：大通書局，1974），卷 6，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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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有士的風骨，憂慮不頹廢以超脫災難 
杜甫寫自己的困境，焦慮、傷感然不頹廢，堅持士的自尊與出處

的情操。如〈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參三十韻〉第

二段：  

男兒行處是，客子鬥身強。羈旅推賢聖，沉綿抵咎殃。 

三年猶瘧疾，一鬼不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 

徒然潛隙地，有靦屢鮮妝。何太龍鍾極，於今出處妨。 

無錢居帝里，盡室在邊疆。劉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 

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狼。（頁 534-535） 

此詩作於唐肅宗乾元二年秋（759，48 歲），杜甫「無錢居帝里，盡室在

邊疆。」已遠離政治中心，較少接觸軍國大事；因此，索居不遇，身家性

命，衰老患病等，成為詩人筆下關注的焦點。尤其杜甫此時遭瘧疾纏身已

三年，常會有搜脂吸髓、陣陣發冷的病症，深受其苦，然杜甫仍以龐德公

不附劉表招賢自喻，願「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狼。」以幽閒之心樂觀魚

游鳥飛，享受無術無勢遠離官場的自在生活。 

杜甫最早的疫瘴詩，為作於天寶十載（751，40 歲）的〈病後過

王倚飲贈歌〉：  

且過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見凍餒不足恥，多病沉年

苦無健。 

王生怪我顏色惡，答云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

相交戰。 

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頁 171） 

在此呈現了貧病交迫之態，三秋百日害瘧疾，忽冷忽熱交相替，還須忍受

凍餒的困頓生活，幸得知己王生的留飲款待，有機會飽餐一頓，即因此而

「令我手足輕欲旋」（頁 172），如此歡快，令人為之喟然心酸，而其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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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底層百姓相濡以沫、悲憫同情的真情，則是令人鼻酸動容。 

於農耕有功的情況，則是盼雨足即晴，故杜甫於〈喜晴〉云：  

皇天久不雨，既雨晴亦佳。出郭眺西郊，肅肅春增華。 

青熒陵陂麥，窈窕桃李花。春夏各有實，我飢豈無涯。 

干戈雖橫放，慘淡鬥龍蛇。甘澤不猶愈，且耕今未賒。 

丈夫則帶甲，婦女終在家。力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頁 289） 

雨後初晴，則麥果收成有望，以見晴之可喜。蓋此詩作於安史之亂期間（757，

46 歲）正當民生多困之際，皇天終於降下一場好雨，帶給人們耕作生產

的希望，詩人也藉此勉勵大家災後須努力經營農業。天德未泯，大旱後再

降甘霖，滋潤大地，雨足即晴，便於耕作，使得常為飢餓所憂、所困的詩

人相信：「我飢豈無涯」。如此，詩人挽救了自我精神上的焦慮與對天意的

疑慮。明．胡應麟《詩藪》中說杜詩「規模正大，格致沈深，而體勢飛動。」

50 所謂「體勢飛動」，正代表著思緒的翻飛、心靈的激動、心潮的起伏，

這使得杜詩雖憂時傷世，卻不顯得頹廢。 

六、結語 

杜甫描寫天災的詩篇計有水災、旱災、酷暑、風災、冰凍、疫瘴，

共六大類 61 首，佔杜詩的百分之四左右，為數不小。杜甫以他的親

身經歷真實且廣泛地描寫出天災發生時，草木蟲魚、芸芸眾生的苦

難，強調人們所面臨的生活苦況和人們的感受，包括個人的感受及大

眾的感受，富有很強的紀實性、親歷性，體驗真切，感情真摯，因而

具有詩、史互證的特性，或以詩補史，或以史明詩，詩、史互證互參，

相輔相成，同時具有文學與史學的雙重價值。 

杜甫認為天災與人禍息息相關，或描述天災中暗喻人禍，或上言

                                                 
50 明．胡應麟，《詩藪．近體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內編卷 4，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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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下興人禍，或諷天災因人禍所召，或嘆人禍更甚於天災，因而進

一步思考災難發生的原因，從而尋求解決方法。唐代將救災的措施主

要分為防災、賑災、弭災三大類，杜甫天災詩中，對此救災的情形亦

有所反映，「防災」部分可見水利工程「版築」的興建；「賑災」部

分可見政府對糧穀實施減價、和糴、出糶的賑災制度，惜玄宗時宰相

楊國忠專權，執行上並沒有落實，百姓依然生活困苦，杜甫因而認為

政府除開倉廩外，還須薄稅斂、偃甲兵。「弭災」部分，反映出唐代

承襲漢以來「天人感應」、「災害天譴論」的影響，杜詩中描寫有祈

禳、鞭巫、焚巫、焚山擊鼓的弭災習俗，後三者為風土之陋習，罔顧

生命，泯滅人性，杜甫則予以強力的譴責；災弭後還須報祀、謝天。

然杜甫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君王要勤政愛民：赦天下、減軍用、省賦稅、

行儉修德，如此減少人禍的發生，亦可降低天災的降臨，至少可以減

低天災所造成的民生困頓，人民獲得較好的撫恤。且一旦弭災成功，

君王真命天子的身份可藉此獲得認證，進而穩定政局。  

杜甫於天災中自覺產生出災害的憂患意識，憂慮災難對民生經濟

的影響，諷諭政治當局；從親歷親證災難而「己飢己溺」，自嘆傷人；

保有士的風骨，憂慮不頹廢以超脫災難，藉災情寫出對自己的萬般感

慨，亦寫出對他人、萬民、萬物的憂情，產生了憂生和憂世，自我和

社會生民的多重焦慮，展現強烈的悲天憫人的仁者情懷。杜詩於晚唐

號為「詩史」，其「詩史」思維中直面人間瘡痍的，即是以儒學的仁

愛情懷作為文化底蘊。其面對天災同時進行感性的認知與理性的思

考，發揮文學的治療作用，以詩歌進行感情的自由宣洩，對自己進行

心理治療，也對他人進行心理疏導。如同樣寫大水，早年詩作體現了

他樂觀積極、充滿熱血的心性；晚年後，則呈現杜甫在感念民生苦難

方面更加自覺。這是他屢遭挫折、沉澱了身世坎坷之悲而寫下的作

品，對自己的愛昇華為對他人、對社會群體的愛。  

中國的詩人中，即便是屬於社會詩人，如白居易關心著民生疾

苦，然大多屬於「人飢己飢，人溺己溺」的情懷，畢竟自己是「不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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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溺」的，與天下寒士或受災百姓隔了一層，從審美效應來看，與讀

者亦隔了一層。杜甫親身經歷了不少的天災，就連最後離開人世，都

與天災有著相當的關係，《舊唐書》本傳說他死前：「為暴水所阻，

旬日不得食。」51 這種發自親身遭遇的詩作，己飢己溺，民胞物與

的胸襟，從整體而言，是一種充滿歷史憂慮感的詩學，悲己哀國，憂

時傷世，將人與天的對話置於歷史之中，是詩與史的審美遇合，其書

寫個人所處的自然環境與精神環境，描述自我對於自然環境異常的觀

照，並思考其對民生經濟、社會繁榮、國家發展所帶來的困境，抒發

一己的憂慮，並喚醒當權者的正視，使得他的詩作呈現出一種新的物

我關係，具有厚生愛物的道義感，拓展詩歌的深度與廣度，讀之常令

人感到一種不可抗拒的審美崇高感、嚴肅感與悲劇情調，大大提升了

他詩作的藝術感染力，於千百年來的詩學中獨領風騷。其論述天災與

人為的關係中，或有過於傳統、迷信者，然強調人為於天災中具有關

鍵地位、重要影響的觀點，對現今社會推動生態保育，減少天然災害

的肆虐，仍具有一定的啟發與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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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Du Fu’s Poems on 
the Topic of Natural Disasters 

Chu, Meng-Ting* 

【Abstract】 

Du Fu composed sixty-one poems on the topic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y were classified into six categories, including (1) floods, (2) 

droughts, (3) heat waves, (4) strong winds, (5) cold storms and (6)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is article, I analyzed these poem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First, by carefully categorizing them, I applied the method 

of cross-interpretation between poetics and historiography to depict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I extracted the key messages from 

those poems that connected natural disasters and human faults, in 

particular the metaphors which implied the causes from human actions 

leading to seemingly natural disasters. Thirdly, I found the precious 

information embedded in the poems that described the rescue efforts and 

preventable plots against the damages caused by natural disasters. This 

part of study led to a few major finding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s of 

dams, release of food stocks from the government, deduction of taxes for 

affected people, behaviors for thrifty of the emperor after the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ritual ceremonies conducted by the emperor in a 

hope to cease the damage and to accelerate the recovery. Fourthly, I 

illustrated the self-awareness of Du Fu in response to such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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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s, primarily focusing on his worrisome and sympathetic 

greetings toward the suffering of ordinary people. By expressing his own 

experiences to witness the pains, Du Fu not only criticized the incapable 

politicians when facing the disasters but also indicated the philanthropic 

treatment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 of human being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Collectively, the findings from aforementioned four 

perspectives of in-depth analyses highlight the impressive value of 

aesthetics in Du Fu’s poetry. Clearly, the tragic theme of these poems 

established Du Fu as a great poet due to the charm that touches readers’ 

heart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argument of human influences on 

natural disasters, Du Fu’s mind was still somewhat confined by 

superstitions. Nonetheless, such weakness was overridden by the 

conceptual breakthrough from the natural writing point of view. Even in 

the modern age, the legacy of those poems sustains and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to unravel the responsibility of human beings on the edge of 

ecological crises. 
 
Keywords: Poetry of Tang Dynasty, Du Fu, natural disasters, history of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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